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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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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那年，我的父亲因病去
世了。家里一下子少了主心骨，那
时外婆已六十多岁了，姐姐上初
中，弟弟上小学，最小的妹妹只有
三岁。

那些日子，母亲几近将一生的
眼泪哭干了。外婆忍着极大的悲
痛，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在古稀
之年看到女儿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她对母亲承诺，只要她在这世上活
一天，就要为抚养我们尽一天力。

自母亲一脚踏进田地后，家里
的一切都丢给了外婆。她们商量，
孩子们都应该让他们读书，只有读
书才能改变命运。在这方面，外婆
与母亲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一面。可
是，四个孩子读书，在当时可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呀。

为此，外婆拾掇出了那盘古老
的石磨，浸泡糯米，开始做起手磨
汤圆。在老家门前，有一棵年岁很
老的桂花树，一到桂花开季节，外
婆就拿张席子摆放在树荫里，只等
桂花簌簌飘落，然后收拾干净，加
上白砂糖，腌渍在玻璃缸中。当煮
熟的汤圆舀在洒了桂花的自酿米
酒中时，香味能随风飘得很远、很
远。

但是那些年头，我从没有看见
外婆吃一碗汤圆。每天天不亮，我
在朦胧中听到"吱吱"的磨响，外婆
的头顶有一盏昏花的油灯，她的头
发由花白渐渐白满了头。灯光映照
着她沟壑纵横的脸庞，如刀刻一般
坚毅。

有一天放学，我听到村子里有
鞭炮的声音，噼里啪啦。当时油菜
花开得正火，已是黄昏，路过的村
里人告诉我，说你外婆去世了。我
心里一惊，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门口，看见
外婆静静地躺在一张席上，脸上依
然是那么安详，仿佛累得睡着了一
般。在她的旁边，有一半已磨好的
汤圆，两页石磨紧紧的相咬在那

里，米浆一点一点仍在流淌，仿佛
泪水一般。

外婆是突发脑溢血离去的。母
亲这次没有哭，但泪水在眼眶中打
圈，她的嘴唇不停地哆嗦。有太多
的话，她无法对她的母亲说起。我
清楚地记得，外婆曾经对母亲说
过，不管发生什么事，记住不哭啊，
不然她会不高兴的。

外婆走之前，留下了一小捆理
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每到一定的时
候，母亲就抽出一部分，叮嘱我们
说，这些都是外婆的命换来的，你
们可要珍惜啊。

靠着这些恩赐，我们读书的路
上平坦了许多，母亲身上的担子也
减轻了不少。

若干年后，我们都考了出去，
进了城。当我生完孩子后，母亲如
愿地做起了外婆。

孩子三岁那年，我与丈夫离婚
了，我执意要将女儿判给我。那天
夜晚，我欲哭无泪，哀叹我与母亲
当年的命运是那么的相似。我对母
亲说：“妈妈，我的命好苦！”母亲一
夜头发白了几根，却笑了笑："有什
么了不起，咱们那么苦不也熬过来
了吗？"

母亲想过在外面租个亭子卖
报纸，这样也可以赚些钱补贴一下
家用。但想到一旦出去，家里的事
丢不开，还有接送我女儿去幼儿园
的事情。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
在家里做起了当女儿家时才做的
布鞋之类的活，她说城里人喜欢穿
它，养脚。我不再说什么。

每次回来，我总看见从窗外照
进的一抹夕阳，母亲一动也不动地
凝在那里，一边纳鞋一边低头想心
事，仿佛一道剪影。由于做女工离
她已是遥远的事，她的那双手总是
被针扎得伤痕累累。

那个夏天，女儿从我身体里带
出的胎毒又复发了，长出了一个很
大的脓包。每次去医院，医生都是

拿针管加棉球去吸拭，但感染后的
疮口却越来越大。女儿痛痒得难受
时，我心痛得要命。这一次，母亲当
着医生与我的面，却表现出少有的
果敢，她低下头，将那个疮口含在
嘴中，将一股脓血吸吮了出来。医
生看到这一举动，睁大了眼睛，几
个年轻的护士吓得跑开了。几天
后，女儿的疮口愈合，并出了院。

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
爱，成了家。丈夫对女儿很好，母亲
很欣慰。我却觉得母亲比从前更加
孤独，我恍然悟到，母亲一定是因
为肩上的担子卸下了许多，而有一
种虚脱的落寞。她有几次提出要回
老屋去，都被我推掉了。

这一年八月十五，母亲执意
要回老家，大有不依不饶之势。
当车行到山口，母亲要求下来一
会。天有点阴，狗尾草在风中不
停地摇曳。我担心母亲受凉，近
些年来，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大
好。她径直朝着那块坟地走去，
走到外婆的坟前。她拿出一盒汤
圆，用碗盛满，一下子跪倒在外
婆的坟前，弓着背，在那里老泪
纵横。她有太多话多年前说不
了，这会却说不完。而对于父亲
的坟，她表现出像是多年前的一
个久谙于心的故人一样，最后才
依依不舍地离开。此时，母亲已
七十有五了。

母亲是在那天夜里走的。那夜
的月亮好圆好圆，乡村与城市处于
一片水晶宫中。那天晚上，母亲比
往年多吃了几个汤圆。第二天早
上，阳光透进浮尘飞舞的屋子时，
母亲平生第一次没有早起。

"外婆真的走了？"女儿此时已
做了妈妈，她泪痕满面地问道。我
叹了一口气，将她紧紧搂在怀中，
仿佛又看到岁月深处，在遍地黄
花分外香里，高喊着外婆，一路
朝家的方向狂奔的那个长发飘飘
的少女。

一路母爱
文/唐厚梅

那件事，一直没有过去。以至
于，发已斑白的她，在大庭广众之下
老泪纵横，激动不已地说她无法原
谅自己。令在场所有同时观赏影片
的民众动容，顿时鸦雀无声，连呼吸
都感觉很压抑。整个戏院，像是忽然
陷落在一股悲痛的桎梏里，无从挣
脱，偏又谁也不舍掉头离去，且随着
她的泪崩，一波波如泣如诉的音声
震颤敲击，直直往下坠落着。

那是个春日的午后，我坐在重
新整理过的一家旧戏院里，观赏

《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影片，看
茱莉亚罗勃兹教人赞叹的演技，生
动而真切地传达着剧中女主角的
呐喊，诸如她的生命灵魂困在一个
自己感到莫名的硬壳里，想要逃离
却又不知究竟该逃往哪里去的慌
乱。而这纷纷乱乱让她感到自己的
内在性灵日渐枯萎，她想要改变一
些什么，生活的，或者其它都好，甚
至情爱的关系，而最亲密的枕边人
仍然一无所察，依旧活在自以为圆
满的爱情与婚姻结构里，虽然他爱
她，但那份爱对女主角来说，似乎
有越来越多的孤单寂寞……最后，
茱莉亚罗勃兹毅然决然放下一切，
踏上追寻的旅途……

旅程的开始，是意大利的美
食。她在味蕾挑动里松绑自己，慢
慢找回面对生活的能量；而后踏上
修行的道场，试图凭借外在的环境
找回内心的平静，想当然耳，冲撞
是必然的。不只是自己和自己。在

这里，她还遇见一个生活在悔恨当
中的酗酒父亲，两人因此展开心灵
对话，反思生命，学习原谅无心或
莽撞或曾经犯错的自己，人生才能

继续下去。
也就是这段剧情，触动了老奶

奶多年来的痛。她的老伴是个退休
的公务人员，经年有运动的习惯，
身体向来硬朗。偶然的一次，因为
感冒而上医院看病拿药，她以为吃
过药休息休息应该就无大碍。于
是，在返家途中先行上美发院洗
头，等她回到家却发现，老伴已经
心肌梗塞无力回天。从此，她悔恨
交加，每天都活在懊悔的深渊，不

断地诘问自己，“为什么要在那个
时候去洗头呢？如果当时跟先生一
起回家，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遗
憾。”没有人责怪过她，她却无法走
出那阴霾，她心疼先生好不容易才
要好好享受人生，竟因这样的疏忽
而离世。而疏忽的人，是她。

老奶奶的诉说，让参与分享会
的民众心有戚戚，导读老师则感同
身受的安慰老人家，生命的旅程原
就充满许多未可知。即使老奶奶当
时就在家里，也不尽然能改变结
果。有时候，我们必得学习原谅自
己，放过自己。

我不知道老奶奶往后的旅程，
是否能如戏里的茱莉亚罗勃兹幸
运，从此学会放下过去活在当下，
从此走向更美好的每一个明天，从
此学会敞开心胸去爱人与被爱，即
使明知在那当中可能又会产生失
衡的混乱，她也愿意平心以对。然，
我愿意尝试去理解更多，“昨日种
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
生”之奥义。

在影片中，茱莉亚罗勃兹一段
又一段的追寻，更让我想起有个老
师曾经说过的话，她说，人要开始
回头探寻自己的生命历程时，得先
做好“迷路”的准备；换个角度想，
迷路，是否也正意味着，我们已经
踏上追寻自己人生的旅程呢？设若
我们迷路了，我们所要学习的，就
只是如实面对，活在当下。然后，一
步一步往前走。

一个人的旅程
文/王熙章

所谓“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宇宙继起之生命”，这句名
言，大家耳熟能详，也常加以
引用，甚至于加以引申论，但
是，我相信，真正懂得它的真
义，或者有深入体会的，一定
不是很多。

过去，我可能也只是停留
在文字表面的理解，直到我常
住山林，对大自然仔细观察，
深入体会后，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生命是一条长河，生命具
有延续的意义。

我的山居，种有香蕉树，
香蕉树长大了，结果了，生了
一串香蕉，等到香蕉成熟后，
母株就结束生命了。我们都知
道，香蕉的种子已经退化了，
他是靠分株的方式来延续生
命。当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香蕉树要结果，一定是在
母株旁有了分株现象后，才会
长出一串香蕉，换句话说，它
必须保证能够延续下一代，才
会结果，否则结果后，母株死
了，它的生命就无法得到延续
了。

小时候，在乡下，常听大
人说，果树不结果实，或是开
花而留不住果实，可以拿刀子
在树干，轻砍数刀，很快地，
果树就结果了，它的原理，就
是让果树产生危机意识，以为
生命受到危害，快要结束了，
必须赶快延续下一代。

大自然有一种维持生态平
衡的能力。人类号称万物之
灵，没什么天敌，所以一次只
产一胎。而其它的生物就不是
这样了，绿蠵龟，一次产下数
千个卵，因为它无法尽到母亲
的责任，任凭天敌摧残，为了
保证能够延续生命，只有靠大
量产卵一途了。天敌愈多的生
物，它的产卵数和胎数愈多。

我在山上，也练习养过蜜
蜂，蜜蜂的寿命只有五十天左
右。蜂王的寿命较长，每天拚
命产卵。在蜜源短缺的季节，
女王蜂会自动调节产卵数，减
少产卵，以便减少粮食负担。
在粮食不足的时候，老蜂会自
动禁食，让给年轻的蜜蜂食
用，以渡过难关，维持族群的
生命，蜜蜂必须过群体生活，
无法单独生存。

在农村，曾经全是有机农
业，那时没有农药、化学肥
料，农业仍然有收成，可是现
在病虫害相当严重，不使用农
药，恐怕没有收成。何以病虫
害愈来愈严重呢？我曾经听从
事有机农法的朋友，分享他的
心得，他说昆虫很有灵性，它
们感受到从事有机农法农人的
爱心，安心过日子，它们的食
量很有限，吃几片叶，然后躲
在叶下睡觉，不必大量产卵，
对作物伤害并不严重，但是对
那些大量使用农药的农人，它
们感受到他们的恶意，知道他
们经常要扑杀它们，它们感到
不安，为了维护延续族群的生
命，不遭受毁灭，它们每天赶
着到处产卵，以至于造成病虫
害大量流行，农药愈用愈多，
病虫害愈来愈严重。这也印证
了，我观察到的自然界的生
物，有一种延续生命的使命。

在自然界，不论动物、植
物，延续生命是一生主要的任
务，在生物界的两性活动，无
非就是要延续生命。蜻蜓蝴
蝶，羽化后，马上就再寻找异
性，交配，延续生命，因为它
们的生命很短暂。许多野生动
物两性交配是很痛苦的，像老
虎、蛇等，交配是很痛苦的
事，但是为了延续生命，它们
必须完成它们的使命。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
起之生命，就是透过个体的生
命去延续群体的生命。生命是
一条长河，生命是延续的。

延续的生命
文/王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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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南方，看雪十分难
得。

年少还在老家笔架山下
的时候，几乎每个冬天都能
遇上落雪的日子，有时一年
还能遇上好几回。雪天自然
很冷，但对于我们这些孩子
来说，寒冷便不算什么，可以
不用上学，可以尽情地享受
雪天带给我们的无尽快乐。

拂晓，尽管阁楼的门窗
关得紧紧的，房间里还是一
团黝黑的时候，但积雪的纯
白已经透过门窗的缝隙间诱
惑着我们。父母怕我们受冻，
总是骗我们说，清晨的雪地
里有专吃孩子的雪狼。在落
雪的清晨，即使有让孩子害
怕的雪狼，起的早早的，照例
还是我们这些孩子，为的是
最早看白色群山的温柔轮
廓，在铺满积雪的乡间大路
上第一个印上自己的脚印。
胆子大些的伙伴，会沿着村
落的大道去较远的地方寻找
所谓雪狼的脚印，有找到像
梅花印子的，不管是不是真
的有雪狼来过，也兴奋得仿
佛真的看见了雪狼的踪迹。

雪停了，我们会找一处
空旷的地方滚雪球，堆雪人，
或分几个小队在田野里或是
小树林里打雪仗，尽管衣领
里，鞋袜里满是融化的雪水，
这种时候，大人们也管不了
我们，他们都躲在家里围着
火盆烤火。

过了一两日，积雪消融
的时候，背阴的树枝和低矮
的房檐随处可见高悬的冰
挂，晶莹剔透的，用一段小木
棍逐一敲落它们，听着一阵
冰挂摔落的乒乒乓乓脆响特
别悦耳享受。有看起来品相
上佳又非常洁净的，拣一截
在手放在嘴里，自然是无味
的，但冰爽的感觉却很好。也
可以在水塘的冰面上，取大
块石头砸着厚厚的冰层，看
着石头从冰面上快速的划
过，欣赏着冰面破碎奇异的
裂痕。

玩着这些事儿的时候，
我们只有快乐和放纵。这样
的雪天心境似乎贯穿了我的
整个童年。

离开故乡后在外读书奔
波，住到了平原的城镇，往后
的冬天都很少落雪。有一年，
实在按捺不住，背着行囊回
乡，希望在老家遇着一场雪。
临近新年的一日，听过雪霰
子满地跳动的悦耳声响，果
然盼来纷扬的雪花飘落。清
晨天地白茫茫真个干净，换
上跑鞋独自一个人出门踏
雪，冒着大雪跑到村后的土
山上看脚下银白的田野、树
木和村落；看头顶上镶满斑
斑白点的铅色沉云；看远处
裹在白雪里连绵不断的群
山……伫立在天地之间沉
默，任雪花飘在我的头上，附
在我的身上，钻入我的衣领
之中，我们的家园就宁静地
安卧在我站立的土山之下。

此后的许多年终于没有
再落大雪，我也就无从咀嚼
雪天的心境，但对于落雪的
期盼仍然不减当年。

前些日子去往临县看红
枫，不想却逢着下雪，深夜推
窗凌寒，在夜幕下肆意飞扬
的雪花里，故乡那白皑皑的
群山雪地和点缀在雪地里的
村落无声地涌入我的脑海里
来。

落雪
文/徐宣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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